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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歷史

經國務院批准，本公司的前身信達公司於1999年4月19日在北京設立，註冊資本為人
民幣100億元，由財政部獨家出資。信達公司是為有效化解金融風險、維護金融體系穩定、
推動國有銀行和企業改革發展而成立的國有獨資非銀行金融機構，是首家收購、管理和處
置國有銀行不良貸款的金融資產管理公司。

自1999年起，信達公司，在經營政策性業務過程中通過向中國建設銀行及國家開發
銀行發行金融債券及向中國人民銀行借款籌集資金，按原值購買中國建設銀行和國家開發
銀行等機構剝離的價值人民幣3,963億元的不良貸款。同時，為支持國有大中型企業改革發
展，協助優化其資產負債結構，信達公司根據國家經貿委及中國人民銀行發佈的《關於實施
債權轉股權若干問題的意見》要求，作為投資主體，對有關國有大中型企業有選擇地實行不
良債權資產轉股權。自成立以來，我們對約400家國有企業實施債轉股。我們於政策性業務
階段收購的不良債權資產和債轉股資產統稱為「政策性業務」，而其他業務稱為「商業化業
務」。具體而言，政策性業務的特點包括：(i)收購該等不良資產的價格及融資由中國政府釐
定或安排；(ii)我們根據財政部釐定的績效考評標準管理及處置該等不良資產；及(iii)收購及
處置政策性業務產生的虧損以財政部建議及國務院批准的方式處理。由於我們於2000年後
並未收購任何政策性不良資產，因此我們於經營記錄期間收購的全部不良資產均為商業化
不良資產。財政部對四家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實行績效考核，將政策性業務現金回收率和費
用率作為評估標準。2005年，信達公司在四大資產管理公司中首家提前並超額完成政策性
業務目標考核任務，實現了最高現金回收率。

2004年，信達公司透過創新的交易結構收購交通銀行上市前剝離的原值人民幣640

億元的不良貸款，並通過競標方式收購中國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上市前剝離的所有不良貸
款，原值為人民幣2,787億元，奠定了當時我們在不良資產管理市場中最大的一級批發商地
位。2005年，信達公司又通過競標方式收購中國工商銀行上市前剝離的原值為人民幣581億
元的不良貸款包。2004至2005年期間，信達公司通過競標按市價收購國有商業銀行上市前
剝離的不良貸款時，收購資金仍向中國人民銀行借款籌集。這一系列的交易標誌著我們的
業務模式已逐步向商業化轉型。

2005年，信達公司通過商業化融資方式收購上海銀行原值人民幣30億元不良貸款，
成為第一家以商業化的方式收購不良資產並募集資金的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此後，我們積
極把握股份制商業銀行和城商行不良資產出售機會，成功收購光大銀行、華夏銀行、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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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商業銀行、西安銀行等銀行的不良資產包，進一步鞏固我們的行業領先地位。此外，我
們也對出現財務和經營問題的金融機構進行託管、清算和重組，並搭建涵蓋證券、期貨、
信託、租賃、基金管理及保險的綜合性金融服務平台，圍繞不良資產管理業務，為客戶提
供量身定制的金融解決方案。

2008年，根據有關規定，信達公司對截至2006年底的政策性業務和商業化業務實施分
賬管理分別核算。信達公司於2008年啓動股份制改革，於2009年6月30日對政策性業務和商
業化業務進行獨立評估。該評估值是財政部成立中國信達的出資額和中國信達收購政策性
業務全部剩餘資產的估值。

經國務院批准，信達公司於2010年6月29日整體變更為中國信達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中國信達由財政部獨家發起，承繼信達公司的全部資產、子公司、分支機構、業務、
人員和相關政策。財政部按面值每股人民幣1.00元認購與信達公司商業化業務的經評估資
產淨值人民幣25,155,096,932元相應的25,155,096,932股股份。作為財務重組的一部分，我們以
對價約人民幣485.68億元向財政部收購信達公司政策性業務的剩餘資產。該對價按年分期結
算，於會計師報告列為應付賬款。收購後，我們管理及自行承擔該等資產所引致的虧損。
因此，本收購代表了我們政策性業務的終止，其後我們的資產負債表中並無資產視為政策
性不良資產。

同時，作為財務重組的另一部分，信達公司政策性業務相關負債的所有本金和利息
的償還義務已豁免或通過成立共管基金償還歷史債券本金而清償，詳情載於下文。

1999年，信達公司以人民幣30億元現金及發行本金人民幣2,470億元、初始期限10年、
年利率2.25%的金融債券（即歷史債券）為對價，從中國建設銀行收購了賬面價值合計為人民
幣2,500億元的不良資產。財政部於2004年9月發佈了一項通知：(i)從2005年1月1日起，若信
達公司無法就歷史債券全額支付利息，財政部將提供資金支持；及(ii)若需要，財政部亦將
針對信達公司償還歷史債券本金提供資金支持。2009年9月，財政部發佈了另一項通知：(i)

將歷史債券期限延長至20年；及(ii)財政部將繼續就歷史債券本金及利息的償還提供支持。

2010年，根據經國務院批准的整體改制方案，財政部成立共管基金，用於管理償還
歷史債券的本金。根據有關共管基金的安排，中國建設銀行和中國信達在共管基金存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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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應繳納的企業所得稅連同財政部撥入的其他資金已存入共管基金。其後，共管基金中的
基金將用於支付歷史債券的本金。歷史債券的利息由財政部的一般預算支付。

共管基金的存續期為2009年7月1日至2019年9月21日。如果在2019年9月21日前歷史債
券本金得到全額償還，共管基金可提前終止；如果2019年9月21日共管基金不足以償還歷史
債券本金，財政部可報國務院批准後，通過進一步將歷史債券和共管基金延期或給予額外
資金支持，解決尚未支付的歷史債券本金。

截至2010年、2011年及2012年12月31日及2013年6月30日，尚未償還的歷史債券本金分
別約為人民幣206,261百萬元、人民幣131,761百萬元、人民幣57,622百萬元及人民幣52,794百
萬元。

我們的中國法律顧問海問律師事務所認為信達公司改制已取得中國相關主管部門的
批准，符合中國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

完成股份制改革後，我們成為唯一一家獲准收購非金融類不良資產的金融資產管理
公司。自此，我們開始積極拓展非金融類不良資產管理業務，亦為暫時出現財務和經營困難
的企業提供債務重組支持，通過高效的業務協同手段，以問題實體為切入點，介入重點行
業的併購及重組業務。此外，我們也借鑑國際領先資產管理公司的經驗和業內通行做法，
拓展第三方資產管理等新的業務模式。

2012年4月，我們完成了社保基金、瑞銀、中信資本（通過其全資子公司中信資本金
融控股）和渣打銀行（通過其全資子公司渣打金融控股）的戰略投資入股。交易完成後，我們
的註冊資本增至人民幣30,140,024,035元，四家戰略投資者在[●]完成前合計持有我們已發行
股本的16.54%。同時，我們也與戰略投資者訂立了戰略合作主協議。有關戰略投資者的權
利以及我們與戰略投資者的戰略合作詳情請參閱「戰略投資者」一節。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財政部持有我們已發行股本的83.46%。財政部為國務院下屬
部門，持有中國多間國有銀行、保險公司及資產管理公司股權。儘管財政部為本公司控股
股東，但仍代表國務院對國有股權履行監督職能。有關財政部監督職能的詳情，請參閱「監
管環境 — 中國監管環境 — 主要監管機構 — 財政部」一節。因此，財政部並不參與本公司日
常管理。就本公司所知，財政部的任何政策或行為不會偏頗個別資產管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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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里程碑

本公司歷史上重要的里程碑事件載列如下：

年份 里程碑事件

政策性業務階段
1999 信達公司在北京註冊成立，是中國政府成立的第一家金融資產管理公司

收購中國建設銀行人民幣2,500億元不良貸款，開啓國有銀行不良資產專業化處置之路
與北京水泥廠簽署債轉股協議，完成中國國有企業第一個債轉股交易
收購國家開發銀行人民幣1,000億元不良貸款

2000 獲得中國建設銀行三批呆賬共計人民幣230億元
參與甘肅酒鋼集團宏興鋼鐵股份有限公司在上交所的首次公開發售，成為第一家開
展證券承銷業務的金融資產管理公司
對債務企業安徽蚌埠熱電廠實施重組，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中第一次通過引入外資戰
略投資者的方式進行債務重組

2001 收購國家開發銀行人民幣140億元不良貸款

2002 開始以結構化交易方式向境外投資者出售不良資產，截至2003年出售三批共計人民
幣123億元不良資產
受財政部委託，關閉清算中國經濟開發信託投資公司

2003 受託處置中國最大電信運營商之一的12家子公司的不良資產，我們相信我們是首家
接受非金融企業委託處置不良資產的金融資產管理公司
作為主要債權人成功重組鄭州百文股份有限公司並恢復上市，成為第一筆由債權人
主導上市公司重組的交易

轉型階段
2004 以結構化交易的方式收購交通銀行上市前剝離的不良貸款人民幣640億元

以競標方式收購中國建設銀行和中國銀行人民幣2,787億元的不良貸款，成為當時中
國最大的不良資產一級批發商
經中國銀監會批准，開始發展商業化收購不良資產、委託代理處置不良資產、抵債
資產追加投資等新業務
受中國證監會委託，託管漢唐證券和遼寧證券
受財政部委託，代理處置中國建設銀行股份制改革時核銷的不良貸款人民幣569億元

2005 通過商業化方式收購上海銀行人民幣30億元不良貸款
在四大資產管理公司中率先完成財政部有關處置政策性不良資產的績效考核，提前
達到並超出財政部的績效考評標準，並實現了最高現金回收率和最低費用率
擔任債委會主席單位，牽頭以商業化方式重組上市公司（新疆啤酒花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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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里程碑事件

以競標方式收購中國工商銀行北京、廣東等5個不良貸款包，總額人民幣581億元

2006 與澳大利亞聯邦銀行所屬的康聯首域集團有限公司合資成立信達澳銀基金，進入基
金管理業務領域
經中國人民銀行和中國銀監會會批准，發行中國第一批不良資產證券化產品「信元
2006-1重整資產支持證券」，上市流通的優先級資產支持證券發行規模30億元

2007 設立信達證券，進入證券業務領域
發起設立幸福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進入壽險業務領域
商業化收購深圳市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包

2008 收購浙江金迪期貨經紀有限公司，並更名為信達期貨有限公司，進入期貨業務領域
領導清算團隊，擔任華夏證券的破產管理人
收購亨達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並將其更名為信達國際，拓展境外證券業務
信達資本管理有限公司註冊設立，開展私募股權業務
再次發行以不良資產作為基礎資產池證券化產品「信元2008-1」，上市流通的優先級資
產支持證券發行規模為人民幣20億元
中國信達作為中國建設銀行信貸資產證券化交易的資產服務顧問，並持有次級資產
支持證券。這是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中第一家通過資產證券化方式參與銀行不良資產
處置
完成反向收購上交所上市公司北京天橋北大青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並於2009年將
其更名為信達地產，實現房地產業務上市
商業化收購光大銀行的不良資產包

2009 通過不良資產包收購等財務重組交易，成為西安銀行的股東
成立信達財險，進入財險業務領域
經重組後的金穀信託重新登記開業，進入信託業務領域

全面商業化階段
2010 經國務院批准，信達公司整體改制為中國信達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成為第一家

完成股份制改革的金融資產管理公司
將西部金融租賃有限公司（「西部租賃」）重組為信達租賃，進入融資租賃業務領域
經中國銀監會批准，開始收購非金融類不良資產

2011 經中國人民銀行批准進入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
商業化收購北京農村商業銀行不良資產，標誌著商業化收購銀行不良資產方法的突
破性進展

2012 經國務院和中國銀監會批准，完成引進社保基金、瑞銀、中信資本和渣打銀行的戰
略投資，成為第一家引入戰略投資者的金融資產管理公司
在銀行間市場發行人民幣100億元的金融債券，為第一家發行境內金融債券的金融資
產管理公司
與中石油旗下昆侖信託共同發起設立寧波秋實投資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第三
方資產管理業務進入新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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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里程碑事件

通過華建國際在香港發行人民幣20億元離岸人民幣債券，這是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第
一次發行離岸人民幣債券
參與中國農業產業發展基金的發起設立，並由旗下信達資本競標獲得了基金管理人
資格

主要營運子公司

本公司在中國30個省設有31家分公司，主要從事不良資產經營、投資及資產管理和金
融服務業務。我們同時擁有9家主要子公司，其中6家涉足金融服務領域，即證券與期貨、
信託、融資租賃、基金管理、財險及壽險，3家涉足投資及資產管理業務。以下載列本集團
主要運營子公司的公司概況。

信達證券

2007年9月，我們與中海信託投資有限責任公司（現名為中海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和中
國材料工業科工集團公司（現名為中國中材集團有限公司）共同發起設立了信達證券，註冊
資本為人民幣15.11億元，本公司、中海信託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和中國材料工業科工集團公
司分別持有信達證券99.27%、0.60%和0.13%的權益。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信達證券的註
冊資本為人民幣25.69億元，本公司、中海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國中材集團有限公司分別
持有其99.33%、0.60%及0.08%的權益。

信達證券的業務包括證券經紀；證券投資諮詢；與證券交易、證券投資活動有關的
財務顧問；證券承銷與保薦；證券自營交易；證券資產管理；融資融券業務；代銷金融產
品業務。同時，信達證券持有信達期貨100%的權益。信達期貨的註冊資本為人民幣3億元，
主要業務包括商品期貨經紀、金融期貨經紀和期貨投資諮詢。

金穀信託

金穀信託的前身中國金穀國際信託投資有限責任公司由8家機構共同投資設立，註冊
資本為人民幣2.5億元。我們於2008年向中國金穀國際信託投資有限責任公司的控股股東中
國藍星（集團）總公司收購其63%的權益，中國婦女活動中心及中國海外工程有限責任公司
分別持有中國金穀國際信託投資有限責任公司餘下30%及7%的權益。2009年9月，經中國銀
監會批准，金穀信託以中國金穀國際信託有限責任公司之名重新登記開業。我們通過認購
新增出資額將股權比例增至92.29%，金穀信託的註冊資本增至人民幣12億元。截至最後實
際可行日期，金穀信託的註冊資本並無變化，本公司、中國婦女活動中心及中國海外工程
有限責任公司分別持有其92.29%、6.25%及1.46%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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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穀信託的業務包括資金信託；動產信託；不動產信託；有價證券信託；其他財產
或財產權信託；作為投資基金或基金管理公司發起人從事投資基金業務；經營企業資產重
組、併購及項目融資、公司理財、財務顧問業務；受託經營國務院有關部門批准的證券承
銷業務；辦理居間、諮詢、資信調查業務；代保管及保管箱業務；存放同業、拆放同業、
貸款、租賃、投資方式運用固有財產及固有財產為他人提供擔保；從事同業拆借。

信達租賃

信達租賃的前身甘肅省租賃公司由中國建設銀行甘肅省分行、甘肅省機械設備成套
公司、甘肅省機械工業總公司、甘肅省機械化工程公司和西北電力建設局第二工程公司於
1988年7月共同出資設立，成立時註冊資本人民幣2,400萬元，後於1996年12月重新登記為有
限責任公司，並於2002年1月更名為西部金融租賃有限公司。2005年，本公司通過以股抵債
的方式獲得西部租賃0.30%的權益。2010年5月，作為西部租賃重組的一部分，我們通過收購
其股權及認購新股取得其98.7%的權益，西部租賃更名為信達金融租賃有限公司。截至最後
實際可行日期，信達租賃的註冊資本增至人民幣20.01億元。本公司、本公司子公司中潤發
展及其他8家獨立第三方公司股東分別持有其99.36%、0.20%及0.44%的權益。

信達租賃的業務包括融資租賃業務；吸收一年期（含）以上定期存款；接受租賃保證
金；向商業銀行轉讓應收租賃款；經批准發行金融債券；同業拆借；向金融機構借款；境
外外滙借款；租賃物品殘值變賣及處理業務；經濟諮詢；中國銀監會批准的其他業務。

信達澳銀基金

信達澳銀基金是本公司與康聯首域集團有限公司於2006年6月成立的中外合資基金管
理公司，註冊資本為人民幣1億元，本公司和康聯首域集團有限公司分別持有信達澳銀基金
54%及46%的權益。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信達澳銀基金的註冊資本為人民幣1億元，本
公司繼續持有信達澳銀基金54%權益，而康聯首域集團有限公司持有餘下46%權益。

信達澳銀基金的業務包括基金募集、基金銷售、資產管理和中國證監會許可的其他
業務。

信達財險

信達財險於2009年8月成立，註冊資本為人民幣10億元，本公司、信達投資以及中經
信投資有限公司分別持有20%、20%以及11%的權益，其餘49%的權益由其他10家公司股東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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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信達財險的註冊資本為人民幣30億元，本公司及15家獨立第
三方公司股東分別持有其51%及49%的股權。

信達財險的業務包括財產損失保險；責任保險；信用保險和保證保險；短期健康保
險和意外傷害保險；上述業務的再保險業務；中國法律法規允許的保險資金運用業務及經
中國保監會批准的其他業務。

幸福人壽

幸福人壽於2007年11月成立，註冊資本為人民幣11.59億元，由本公司子公司信達投
資、海南萬泉熱帶農業投資有限公司及中經信投資有限公司分別持有17.26%（共計51.78%）
的權益，其餘48.22%的權益由其他12家公司股東共同持有。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幸福人
壽的註冊股本為人民幣33.30億元，本公司直接和間接持有其61.59%股權。幸福人壽於2013

年4月與第三方投資者簽署了以每股人民幣1.5元的價格發行566,666,667股的普通股的交易文
件。此交易已於2013年4月獲得幸福人壽股東大會批准，並已於2013年9月取得中國保監會批
准，目前正在辦理工商變更登記手續。

幸福人壽的業務包括人壽保險、健康保險、意外傷害保險等各類人身保險業務；上述
保險的再保險業務；中國法律允許的保險資金運用業務；經中國保監會批准的其他業務。

信達投資

信達投資於2000年8月成立，註冊資本為人民幣3億元，本公司、海南建信投資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立人投資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建信投資發展有限公司及北京建
信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為發起人，分別持有信達投資95.00%、1.67%、1.67%、1.00%及0.67%的
權益。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信達投資的註冊資本增至人民幣20億元，由本公司全資持
有。

信達投資的業務包括對外投資和資產管理。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信達投資直接
持有信達地產（於上交所上市，股票代碼：600657）54.75%的股份，通過海南建信投資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信達投資持有其94.2%的股份）和深圳市建信投資發展有限公司（信達投資的全
資子公司）分別間接持有其1.99%和1.79%的股份。信達地產主要從事房地產開發業務，是我
們的房地產開發業務運作平台。同時，信達投資直接持有上海同達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同達創業」，上交所上市公司（股票代碼：600647））40.68%的股份，通過海南建信投資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信達投資持有其94.2%的股份）間接持有其0.34%的股份。同達創業主要從事
高新技術產業投資、實業投資及資產管理、農業開發經營與國內貿易（除專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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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建國際

華建國際於1998年12月在香港註冊成立。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華建國際的已發
行股本為14億港元，由本公司全資持有。

華建國際是我們經營境外資產管理業務及提供境外金融服務的主要平台。我們通過
華建國際及其子公司在全球範圍內經營股權投資、證券投資及資產管理業務。華建國際亦
通過信達國際（於香港聯交所上市，股票代碼：00111）從事境外投資銀行業務。截至最後實
際可行日期，信達國際由Sinoday及銀建國際實業有限公司（於香港聯交所上市，股票代碼：
00171）分別持有63.87%及7.87%股權。銀建國際實業有限公司由華建國際間接持有其19.54%

的股權。信達國際主要從事企業融資、證券、期貨、資產管理及財富管理業務，是我們在
境外開展業務的重要平台。

中潤發展

中潤發展於1996年4月成立，註冊資本為人民幣3,000萬元，由中國經濟開發信託投資
公司及北京益宏經濟發展公司分別持有90%及10%的權益，2000年5月，中國經濟開發信託投
資公司所屬的北京領創科技開發有限責任公司受讓了北京益宏經濟發展公司所持10%的權
益。2003年7月，財政部將中國經濟開發信託投資公司持有的中潤發展90%的權益劃撥給本
公司。2012年12月，我們通過信達投資收購了中潤發展餘下10%權益。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
期，中潤發展註冊資本為人民幣3,000萬，本公司及信達投資分別持有其90%及10%的權益。
中潤發展的業務包括資產受託管理、企業重組、財務顧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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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權及集團架構

下圖載列本公司及主要營運子公司的股權及集團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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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信達證券剩餘的股權由中海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國中材集團有限公司分別持有0.60%及0.08%。中海信託
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國中材集團有限公司均為本公司的獨立第三方。

(2) 金穀信託餘下的股權由中國婦女活動中心及中國海外工程有限責任公司分別持有6.25%及1.46%。中國婦女
活動中心及中國海外工程有限責任公司均為本公司的獨立第三方。

(3) 信達租賃直接由本公司持有99.36%的權益，間接由本公司子公司中潤發展持有0.20%的權益，餘下0.44%的
權益由8家獨立第三方公司股東持有。

(4) 信達澳銀基金另外46%的股份由康聯首域集團有限公司持有。
(5) 信達財險由本公司、重慶兩江新區開發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北京東方信達資產經營總公司、台州萬邦置業

有限公司、聯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茗嘉房地產發展有限公司、深圳市僑商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及義馬
煤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分別持有51.0%、13.3%、6.7%、6.7%、6.0%、3.3%、3.3%及2.0%的股權，剩餘7.7%的
股權由其他8家公司股東持有，每位股東所持股權不足2.0%。除重慶兩江新區開發投資集團有限公司之外，
信達財險所有其他股東均為本公司之獨立第三方。

(6) 幸福人壽由本公司直接持有17.71%股權並通過信達投資、海南萬泉熱帶農業投資有限公司及中經信投資有
限公司分別間接持有15.48%、14.20%及14.20%股權（合共61.59%股權）；陝西煤業化工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奇瑞汽車有限公司、蕪湖市建設投資有限公司、大同煤礦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中國中旅（集團）公司、上
海中房置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北京世紀滙豐投資有限公司分別持有幸福人壽9.58%、6.01%、5.17%、3.09%、
3.00%、3.00%及2.52%的股權，剩下6.05%的股權由其他8家公司股東持有，且每位股東所持幸福人壽的股權
不足2%。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幸福人壽61.59%的股權，為符合中國保監會的監管要求，本公司對幸福人
壽的持股比例將通過增資及轉股減少至51%，前述調整已取得中國保監會的批准，正在辦理工商變更登記
手續。除陝西煤業化工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和蕪湖市建設投資有限公司及信達投資有限公司、海南萬泉熱帶
農業投資有限公司、中經信投資有限公司（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持股子公司）之外，幸福人壽所有其他股東均
為本公司的獨立第三方。


